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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每當有不幸的

慘案發生，矛頭總指向精

神病患，不只恐慌的社會

大眾如此，官方也急著下

定論。錯誤的因果論，產

生錯誤的政策，是完全無

法阻止悲劇再次發生的。 

日前小編親耳聽基層員警

說，針對精神病患是很詭

異的事情，平常「隱性的

保護」都有，該擔心的是

那些我們不知道的人；另

一位基層消防隊員也說

「潛在社會問題≠精神病

患」。 

各級長官制定政策時，應

該徵詢第一線工作者的實

務經驗和建議，大家才不

致於瞎忙、窮忙。 

對於精神障礙族群請多些

耐心了解和接納，畢竟，

大家彼此同在。 

很謝謝香菇妹&拉比豆無

償授權撫慰人心的創作～ 

『多些愛，少些傷害』 

多
些
愛
，
少
些
傷
害 

http://www.ntcam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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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靠國家 補不起社會安全網破洞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嘉新 

 

 

 

但其實，只仰賴國家的社會安全網，不可能撐起在這張網上的每一個人。 

即將上任總統的蔡英文女士在臉書上發表了給小燈泡母親的一封信，信中提

到目前的「社會安全網」有很多破洞，她說「我會用盡全力，把這些洞補起來」。 

而這幾天，不管中央或地方，各類與社會安全相關的機構都被動員起來，努力地

補洞。主管精神衛生的衛福部心口司表示，考慮放寬藥酒癮與自殺者的強制就

醫規定；台北市政府則以行動直接回應，把平常徘徊在政大附近的「搖搖哥」

強制送醫。在這個時刻，我們可能必須重新思考，「社會安全網」的意義與侷

限到底是什麼？ 

要求醫療承載社會安全責任 恐徒勞無功 

目前討論的社會安全網含義眾多，包括社會福利、失業扶助、醫療保險、精

神衛生等不同業務，有時候也加上教育公平、治安維護等功能。如果順著這個「網」

的比喻，這些項目就分別是這網上的節點。所謂「把這個洞補起來」，一則是加

強既有業務單位的聯繫，讓網目細密；二則是把既有節點的涵蓋範圍加大去彌補

當中的空缺。 

現在看到的補洞作法，屬於第二種，擴大既有節點的業務涵蓋範圍，去收治

原本可能不用入院的個案。也就是所謂放寬強制治療標準，讓被標誌為「危險人

物」的個體，都被送到某個機構中，降低危險性或至少被隔離。而被賦予這個工

作的機構，主要是精神醫療單位。  

但以「社會控制」為核心的做法有個問題： 醫療的核心思維是「治療身心疾

病、減少病患苦痛」，與目前社會安全網被期待的目的並不相同。把人推進醫療

體系，或許能改善當事人精神症狀，但不必然保證未來社會的安全。相反的，卻

可能因過大的業務量癱瘓了現有體制的因應能力，例如。把現有健保體制下並不

給付或不必然需要住院的藥、酒癮治療強加在已相當沉重的住院病人照護上。 

而且，不管是擴張強制送醫與治療，都可能造成人權危害與相應成本增加。

隨機殺人事件，一夕之間讓存在於電影、小說中的殘暴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

現實，民眾對暴力逼近的恐懼引發龐大的憤怒與哀慟。於是盡力標誌與監控

「潛在犯罪者」似乎成了我們面對恐懼唯一的出路。但當各類「危險」人物

逐一被政府盯上或介入，很多人也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搖搖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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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強制治療制度雖然尚有爭議（例如強制鑑定與治療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宣

告是否應由法院而非現行的審查會為之），貿然鬆綁卻可能弊多於利。最後的結

果，恐怕是大家白忙一場，甚至是傷痕累累卻一無所獲。 

社會安全網的目的是扶持每一個有差異的個人 

社會安全網的每個節點其實都有其業務的核心思想與行動準則，這些思想與

行動不必然能貼切互補。也因此，這些節點所構成的網目勢必有所疏漏，總有些

無法被歸類的個人會在「破洞」中墜落。 

舉例來說，如果醫療判斷某些人的藥、酒癮或行為問題目前不需要住院進行

治療，或者就算住院治療也遲早有出院的一天；但在沒有任何犯罪行為的情況

下，警察也沒有權力去限制他們的自由。這些人可能無法穩定工作，也許也不夠

格領取社會補助，或者沒有名目可以加以社工列管。他們注定就不可能在現行的

社會安全網中現身而被「接住」。 

就算我們擴大了現有機構的照顧範圍而涵蓋了他們，但是社會安全網的目的

就只是「接住」這些人嗎?  我想「社會安全網」並不是要傳達一種單一價值，把

所有的人都變成一個「安全的個人」：「有工作、有收入、心理健康、身體狀態

良好」，彷彿這樣就會得到一個「安全的社會」。 

社會安全網應該是以社會多元文化為基礎，著眼於扶植每個成員（不管他/

她是否「安全」）不同處境下的能力，讓所有人在不同的狀態中都可以得到相對

的支持，並且試著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位子。（以搖搖哥的例子來說，可能這個

位子的具體呈現就是政大的側門，結果我們現在把他送到醫院去）。 

換句話說，與其努力編織一張縫隙更小、更密不透風的社會「安全」網，或

許更貼切的比喻是：讓所謂的網子變成一張「支撐墊」，讓那些在現有體制中掉

出來的人，能被安穩地支持著。這也是本來安全網應該有的功能：支持而非監控，

扶助而非管理。  

與其期待政府全面監控，不如讓社區長出支持力量 

更大的問題是，社會安全網如果只被視為是國家發動的措施與作為，就不可

能補足也不應該干預那些可能更落實在社區與私人領域的安全感。否則，我們可

能無意間促成了極權化的政府。 

該做的，也許是得在國家與家庭之間，創造出一些更多元的空間，使無法融

入主流社會的人仍然能在其中找到人際的連結與成就感。 

現代社會中，社區連結愈來愈薄弱，過去靠鄰里互助的支持體系已逐漸式微，政

府除了將國家體系的資源好好地重新分配以外，也得思考如何強化、修補市民社

會的支持體系，像是鼓勵社區內形成自發性的關懷互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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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發後，不少人譴責嫌犯家屬，但以前的精神科臨床經驗告訴我，這種

麻煩人物背後，往往都有複雜的家庭動力與百般難為的家屬。很多時候並非他們

不努力，而是他們不知如何努力，或者缺乏一起努力的友伴。譴責他們或許讓我

們好受，但是只會讓他們更難受，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所居住的社區環境

中勢必更為孤立。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立場並不需要權充這些社區原本的角色，而是提供足

夠的資源以補強並滋養這類社區型自發性的人際、情感支持體系。這不僅是為面

對社區可能的安全問題，也是面對高齡化社會必須建立的基礎。 

發展以照顧、情感支持為核心的新社區營造 

例如未來面對老人獨自生活、生病、自殺、行動不便等問題，我們也不可能

全數以機構化方式解決，最後還是得動員社區力量因應。過去國內有過社區營造

活動，當中頗多是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目前也逐漸出現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護

模式。 

未來我們還需要推動更多以身心健康為導向的新社造活動。例如，我居住

的社區，近日來有鑑於社區內老人比例漸多，午餐進食成為一大問題。在里長協

助奔走下，試圖以代煮共食方式解決老人的中餐問題。  

另外，這種社區內建立連結的活動也應落實到教育體制中，讓年輕學子的精

力與時間集中到在地的社區活動，去實質關懷身邊的人。有助於形塑他們的社區

感與互助意願。 

對立會隨時間褪去 但對話必須持續  

這次的殘暴殺人事件必然會引起社會民眾的強烈情緒反應。但只要媒體約束

一些，不要過度報導，我想過了一段時間，大家還是會慢慢平復過來，感覺社會

現況沒有那麼可怕。  

但政府與立法者也要格外冷靜，不應該在此時交出一些急救章的方案。 較理

想的方式是先與人民說清楚對這個事件的因應方針與施政價值，給出一個公布具

體措施的時限，同時則邀集更多關心這件事的社會大眾一同來對話、討論。而公

眾則可以在平息情緒的過程中，重新思考如何監督政府，如何組織自身。 

很多傷痛儘管會過去，但不必然會修復。要能真正修復我們的傷痛，就要在

恐懼與憤怒之餘，一起思考如何和那些跟我們不同的人共同生活，不管他們是多

麼令人厭惡與驚恐。（編輯整理：李佳欣） 

本文轉載自 http://m.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1334 

謝謝陳嘉新老師授權轉載 

http://m.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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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綿密且多元的服務 
    三月底發生人神共憤共悲的內湖女童慘案，各家主流媒體掀起如洶湧的瘋狗

浪式報導，一波波撲向精神病患；公部門也順應著無知的民意，鼓勵精神科能收

（住院的）就收。 

    然而，再巨大的新聞事件總有退燒的時候，新聞瘋狗浪退潮之後的精神病患

相關醫療以及社區服務是一樣的乏人關注。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在社區紮根超過

21年，以精神障礙者家屬的組織型態，自立自強逐年發展出在地的服務。 

    將近二十年前，我們發現只需門診治療或者已出院的家人，每天待在家裡，

無所事事、沒有生活重心和目標，於是籌設全臺北縣首家社區復健中心―心橋工

作坊，幾年之後，為因應復健成效良好的精障者經濟獨立自主的需求，開創了就

業輔導服務。 

    後續也承接了政府的委託標案，如個案管理、社區關懷訪視；以及政府的補

助方案，如社區家庭（於民國 93年停止服務）和家屬教育，也曾經因應衛生局

的邀請，短暫在現今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開設過庇護商店。 

    民國九十二年籌設第二家社區復健中心―新莊工作坊，歷經一番社區波折之

後，自民國九十四年開始提供服務。睽違十三年之後，我們又有了全新的服務據

點—新北市樂欣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 

    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所需要的服務是全面及多元的，我們需要有多元的服

務，以對應各式各樣的需求，新北市有一萬八千多名精神障礙者，雖然以協會非

常有限的資源和人力，也提供了很多樣的服務，但一萬八千多個家庭的需求，我

們根本扛不起來。 

    新北市目前僅有五家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一家會所模式（慈芳關懷中心），

精障者的小型作業所、庇護工場，以及像家一般氛圍的社區家庭等設施，在新北

市不僅僅是匱乏，是根本沒有！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當症狀復發的精障者不達強制住院標準卻又不肯自願

住院的狀況，是沒有去處的，只能讓家庭承受，我們很期待能夠有個緊急服務設

施（crisis houses），是介於醫院與家庭的中間，可以讓發病者緩和並解除家庭

危機。 

    一般人在過日子會面臨到的問題，諸如、就學、交友、婚戀、工作、居住、

休閒、老年生活等多面向問題，對精神障礙者來說也同樣會面臨到，然而由於疾

病損傷導致的關係，在面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及解決能力較一般人薄弱，所以更需

要政府跨部門通力協助，讓精神障礙者得以在社區安身立命。

編輯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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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復健的好所在 
【本刊訊】位在大漢溪兩岸的新莊區和板橋區，分別有本會附設的新莊工作坊與心橋工作坊，都有著

超過 10年以上的服務經驗，以專業和耐心陪伴每位前來復健的精神障礙朋友（以下稱學員）。復健有

成的學員，可以順利銜接到本會的就業服務，或許你曾經錯過，但別再猶豫了，快快拿起電話，約個

時間前往參觀吧！ 

新莊工作坊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 258號 2樓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9:00~16:00 

          週六 9:00~12:00 

服務電話：02-2208-4545 

 

心橋工作坊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548巷 31號 1樓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9:00~16:00 

          週六 9:00~12:00 

服務電話：02-2255-7504 

費用：免費，刷健保卡 

（無重大傷病卡者，每日自付 24元）※歡迎預約參觀※ 

 

 

 

 

 

 

 

 

 要活就要動之「心壯盃路跑」_新莊工作坊主辦 

 

 

 

 

 

 

 

 

 

  純手工卡片喔_新莊工作坊手作組成品                    坐久了，動一下_心橋工作坊家屬座談會 

我們的服務 

 

  

 

烹
飪
組
訓
練
「
切
蒜
頭
」__

心
橋
工
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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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組 
【本刊訊】雖然今年度被公家砍掉一名就輔員的人力，再加上這兩年來主管機關任意更改服務流程，

導致身心障礙朋友接受服務的流程變得曲折些，但是，本會就輔組同仁的工作熱忱仍然生生不息，個

個在崗位上日日盡心盡力，因為夥伴們深知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所面臨的非凡挑戰。 

有工作意願和工作動機的精神障礙者和身心障礙朋友，還是可以透過本會就業輔導組向新北市職業重

建中心通報，請你務必耐心等候通知、面談、評估等流程，你和我家就業輔導員即可一起投入未來職

場，在不景氣的年代，還是可以透過貼心的就業服務，達成工作、賺取薪資、邁向獨立自主的階段。 

本會就業輔導組電話：02-8201-4930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 258號 1樓 

※請務必先電話預約哦，白跑一趟很累喲！ 

 

 

 

 

 

 

                                                  

                                                   行政文書助理 

           餐廳內場服務人員                              

 

 

 

 

 

 

        

 

       加油站洗擦車服務人員                         便利商店收銀員 

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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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底  什  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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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病 的 汙 名  
 

 

 

  

 

 銘   謝  

很感謝「小鬱亂入」無償授權本會

使用『到底甚麼是精神病的汙名』

圖解，也請讀者幫忙分享，一起為

反汙名歧視而努力！ 

  

小鬱亂入是憂鬱症變成的小怪獸。網址：https://goo.gl/kyXp2D 



看見北縣康  第 13１-132期   Page 10 of 16    

 

 新北市樂欣家庭資源中心 

服務對象：1.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新北市之精神障礙者 

          2.領有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手冊或第一類(精神障礙)證明者 

          3.不含合併其他障礙類別之精神障礙者 

服務內容： 

1. 個案管理服務- 

(1) 針對具有多重複雜問題無法自行解決或家庭社會支持系統薄弱。 

(2) 本身雖僅具單一需求，惟主動連結資源不易者。 

註：A級-每月至少 2次電訪或面訪、B級-每 2個月至少 1次電訪或面訪、 

    C級-半年電話關懷 

2. 生活重建服務 

(1) 才藝課程 

(2) 人際互動團體 

(3) 體適能活動 

3. 心理重建 

有心理適應需求需協助重建其環境適應能力，每次計畫 6次， 

諮商時間 1小時，視狀況延長但不超過 12次。 

4. 友善服務/家庭關懷訪視 

到宅關懷及面訪，含照顧者支持及衛教資訊提供 

5. 照顧者支持/訓練/研習 

(1) 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板橋（假日班） 

(2) 家屬讀書會 

(3) 專題演講-醫病關係/信託/自我健康照護/法規討論…等 

6. 自立支持團體 

每月聚會 1 次，成員自行決定議題，除培養其獨立自主能力，促使精神康

復者進一步成為助人角色，並期待日後成為精障族群倡議者。 

 

                             新北市樂欣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 

                             地址：22042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 巷 10 號 2 樓 

                             電話：02-2257-8822  傳真：02-2257-8922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8:30-17:30 

                             LINE：1050305 

 

                             FB 粉絲頁                               

親愛的讀者您好： 

    樂欣家資中心開辦設備費差額 163,500 元，前兩個月在臉書上發動捐款，目

前還差 100,110 元，請您多多支持，讓我們早日達成目標，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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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障者人際互動團體 
 

 

   如果您也覺得…… 

 

 

 

 

 

 

 

 

 

那就快來報名參加人際互動團體哦 
 團體時間：7/7至 8/25，每周四上午 9:30至 11:30，共 8次 

 每周主題： 

 地點：樂欣家庭資源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巷 10號 2樓) 

 承辦單位：新北市樂欣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 

 補助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參加對象： 

1. 領有精神障礙手冊、證明或精神類重大傷病卡，並實際居住於新北市者 

2. 具人際互動需求，因技巧不足或表達不適切而於社區生活有困難者 

3.  以未在其他服務機構者優先 

 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下列方式擇一即可) 

1. 來電報名，請洽(02)2257-8822，吳社工 

2. 傳真報名表至：(02)2257-8922 

3. Email報名表至 mpfat2000@yahoo.com.tw 

 

7/7  初次見面 8/4 同理心 

7/14 建立好友名單 8/11 把話說清楚 

7/21 做情緒的主人 8/18 合作力量大 

7/28 有讀有回 8/25 驗收最終章 

生病之後與朋友越來越疏遠，越

來越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說話

了…… 

雖然自己在家裡也可以過得很

好，但有時還是覺得孤單 

想去工作卻擔心常常

與同事、上司吵架，

壓力好大！ 

樂欣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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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藝課程 
    8/3(三) 下午 2點 美美手工卡片教學 

9/13(二)上午 10點 舊變新～手縫飾品 

    10/20(四)下午 2點 有趣手做黏土飾品 

 11/22(二)上午 10點 手工皂的美麗境界 

 

 

 

 

---------------------------------- 

● 承辦單位：新北市樂欣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 

● 補助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 參加對象： 

1. 領有精神障礙手冊或證明，居住於新北市者 

2. 賦閒在家或有意願促進人際互動者 

3. 以未在其他服務機構者優先 

 

● 費用：免費 

● 報名方式(下列方式擇一即可)~請盡早報名，每場次 20位額滿為止 

1. 來電報名，洽(02)2257-8822，吳社工 

2. 傳真報名表至：(02)2257-8922 

3. Email：happy1050305@gmail.com 

９／１３(二) 上午１０點  手縫飾品～舊衣變新衣 

精障者因手抖表現無法做精細動作？！ 

由新莊工作坊手作代工組學員分享並實際帶領我們進入 

手作卡片的世界。以基礎材料包分裝進行， 

讓不擅手作技巧的你我也能輕易上手！ 

講師：新莊工作坊學員 趙素華、曾玉如 

上課地點： 

８／３(三) 下午２點  簡易手作卡片教學 
交通方式 

體驗自己做簡易手工家事皂，使用起來簡單、素淨、無負擔， 

天然的製作過程讓人「咖安心」！ 

 

                           講師：陳怡如老師 

                           上課地點：樂欣家庭資源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巷 10號 2樓) 

１１／２２(二) 上午１０點  探索手工皂的世界 

由專業講師帶領，教導製作簡易黏土飾品， 

用化黏土為神奇的飾品傳遞幸福 

講師：葉孟儒老師（Ｒｕｂｙ老師） 

上課地點：樂欣家庭資源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巷 10號 2樓) 

１０／２０(四) 下午２點  手作黏土飾品 

外面賣的餅乾已經吃膩了？！ 

特邀新莊工作坊學員指導，親手做做簡單又美味的手工餅乾， 

做給自己或家人吃都「就甘心」！ 

講師：新莊工作坊學員 駱逸蓁、劉玲卉 

上課地點：新莊工作坊(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 258號) 

６／２０(一) 下午２點   手作可口餅乾 

七夕情人節就快到了！無論有沒有情人都不能錯過吃巧克力的甜蜜滋味～ 

獨家口味及手作經驗，讓你我回味無窮！ 

講師：心橋工作坊學員 Alice、Amy、Linda 

上課地點：樂欣家庭資源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巷 10號 2樓) 

７／８(五) 下午２點  濃情密意巧克力製作 

樂欣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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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欣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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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連家 
精神健康教育課程 

104年   板橋班 家屬感言 

  因著對女兒憂鬱症之擔心，希望能藉由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取得一些知識和相關資
源。在堅持七堂課後，不但目的達到了，還認識更多病友家屬，聽到他們的感言和真
情回饋，收穫更多，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憂鬱症，更有可能找到一些有用的協助。 
祝~ 家連家課程 能幫助更多的人，發揮更大的力量。 
 

104年  新店班 家屬感言 
  之前因為對精神疾病資訊的不足，常常感到困擾，不知道怎麼支持與協助女兒，同
理心不夠。上了 8 堂課後收穫很多，在知識、常識都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很多的社會
資源提供，很多人的陪伴，「我們並不孤單」，希望在眼前來上課是利己又能利人，「家
連家 手牽手 心連心」Good Good Good !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三、 補助單位：新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四、 活動時間：105/7/31~105/9/18 每週日 上午 9:00~13:00 (9:30準時開始上課) 

五、 活動地點：樂欣家庭資源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巷 10號 2樓〉 

六、 參加對象：思覺失調症、躁鬱症、重鬱症患者之家屬、照顧者 ◆15名為限。 

七、 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主題 日期 課程主題 

7/31 認識精神病 8/28 善待自己重整生活 

8/7 誰能明白我 9/4 康復的希望與疑惑 

8/14 認識精神科藥物 9/11 權益與倡導 

8/21 危機處理 9/18 學以致用 

八、 費用：免費 

九、 報名     1.電話：02-2257-8822，蔡社工、02-2255-1480，范姜社工 

  2.傳真：02-2257-8922 

  3.網路：http://www.ntcami.org.tw/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15巷 17號 5樓； 

E-mail：happy1050305@gmail.com    官網：http://www.ntcami.org.tw/     FB：看見北縣康 、 樂欣家資中心 

 

公益彩劵回饋金

補助 

改變的契機 

http://www.ntcami.org.tw/
mailto:happy1050305@gmail.com
http://www.ntcam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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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家連家」精神健康家屬教育課程 

                                報     名     表               班別：105 板橋班 

姓名/性 別 □男 □女 學歷  職業  

生      日 年     月     日  E-mail  

通訊方式 
電話：                     手機： 

地址： 

精障者年次 

性 別/學 歷 

年次  

□男□女 學歷： 

初次發病 

初次看診 

民國   年  月 

民國   年  月 

您 是精障者的 □父母親   □手足   □配偶   □其他 

精障者的現況 

□拒絕醫療  □住院中  □就業中   □就學中  □其他 

□在機構（□日間病房□社區復建中心 □互助會所 □庇護工場    

□康復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  □其他） 

精障者診斷別 
□思覺失調症□情感性精神病（躁鬱病）□重度憂鬱症 

□器質性精神病□源自兒童期精神病□其他 

課程資訊來源 □親友介紹 □會刊□網路□醫院□其他_________ 

您最想了解家

連家哪些議題 

（可複選 3項） 

□1.認識精神疾病          □2.如何與精障者良好互動 

□3.了解精神科藥物        □4.有突發事件時要如何尋求協助 

□5.如何重整生活善待自己  □6.如何走出家人生病的陰影 

□7.相關權益了解與倡導    □8.其他 

備 註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同意書】 

協會為服務精神疾病家庭的家屬團體，為推廣精神疾病知識訊息、推動精神疾病服務，將會運用

您的個人資料，通知您相關活動與課程資訊，您的個人資料本會都會保密，絕不對外公開，在未來您

也有權來電要求停止寄送相關資訊。電話：02-2257-8822、-02-2255-1480 

我(姓名：                ) 請勾選以下項目 

□ 我同意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運用我的個人資料，透過郵寄、e-mail以及電話通知的方式，告知

我相關活動與課程資訊。 

□ 我不同意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透過郵寄以及電話通知的方式，告知我相關活動與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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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信 欄  

105 年 2 月份  100 沈牡丹 黃純綺 黃文清 吳秀風 白雅鈴  200 王明輝 白本源 余蓓蓓 吳淑柳 周鳳嬌 徐傳捷 張大民 許杏花 陳美玲 蘇明珠   

300 朱春妹  林冠伯 侯佩秀 張竹宜 詹美桂 蕭美玲 嚴崇恩 嚴翌恩  360 葉俞佐  400 古沛紋 吳宜謙 徐振榮  500 洪麗秋 陳永峯 陳怡君 陳鈺勝  

詹瓊霞 劉安茹 劉智慧 蔡麗娟 蘇蔡受 劉鈺娟 劉怡雯  800 吳玉花 曾雪妹 劉麗茹  888 李建宏  1000 余淑育 呂政勇 李正富 林慧欣 施明發  

張慈婷 無名氏 楊美慧 賴曉雯 鍾文珠  1100 王世宙  1800 張淑滿 吳育沛  1900 邢又南  2000 四面佛 美的世界 張茵茹 郭榮祥 陳嘉雯 謝永美   

2630 劉林貴美  2760 謝陳麗梅  3000 黃劉秋月  3800 蔡鳴鴻  4000 魏芳婉  5000 汪德根 徐敏雄  指定心橋工作坊  200  陳欣華   

105 年 3 月份  15 余美華 楊廖庄  100 白雅鈴 吳秀風 侯佩秀 唐大明 郭劉麗燁 黃文清 劉昭美  200 王明輝 余蓓蓓 吳文雄 吳淑柳 邢邦瓊  

林佳仁 林靖傑  徐振榮 徐傳捷 許杏花 黃純琦 劉林貴美  300 王子賓 吳宜謙 林冠伯 傅阿秀 曾輝 詹美娟 詹美桂 潘彩文 蕭美玲 嚴崇恩 嚴翌恩 

蘇明珠 蘇蔡受  360 葉俞佐  400 谷沛紋 范姜清怡 范姜清容  500 李育彤 林家君 林慧欣 洪麗秋 張大民 陳永峯 陳怡君 陳美吟 陳鈺勝 楊秋男 

詹瓊霞 劉幸茹  劉怡雯 劉智慧 劉鈺娟 蔡麗娟 簡抱 鄧建元 鄧王樹 鄧品禎  600 許彩銀 陳梓成 劉紘瑋 歐陽偉志  800 李國榮 周嶽君 林彩霞 

施羅素娘 張月美  張瓊珠 鍾瑞英  900 朱春妹  999 李建宏  1000 王科翔 王智賢 呂政勇 呂榮明 李正富 李美玉 辛月霞 周碧珍 林陳麗華  

施明發 張淑滿 張慈婷  梁玉玲 莊淑娥 陳意涵 陳群英 黃秀勤 楊美慧 歐陽進恆 賴曉雯 鍾文珠  1400 邢又南  1500 王昱翔 高玉稽 郭施幼彩  

陳順興  1600 余淑育  2000 古秀萍 石錦蓮 朱埔珠 李茂雄 洪儷芸 陳剛良 陳嘉雯 劉秀茹  3000 江宗諭  4000  魏芳婉  5000 王宥寧 汪德根  

顏錦絨  10000 陳嘉芸  指定心橋工作坊  200  陳欣華  300  劉蘇楚雲  500  潘怡慧  周志穎  600  周金造  詹碧珠  3000  陳碧有   

青年市發票箱  21 元  指定新莊工作坊 500 周志穎  1000  盧佩詩  王昱翔捐禮券 500 元 紙本發票 104 年 11~12 月中奬金額  1,200 元 

105 年 4 月份  100 白雅鈴 吳秀風 黃文清  200 白本源 朱春妹 朱埔珠 吳淑柳 林佳仁 林靖泓 徐傳捷 張大民 許杏花 陳美玲 鍾安棋 徐振榮   

300 余蓓蓓 吳宜謙 林冠伯 詹美桂 劉紘瑋 蕭美玲 嚴崇恩 嚴裕恩  360 葉俞佐  400 古沛紋 溫碧琴  500 余瑞琴 林慧欣 洪麗秋 陳永峯 陳伃萱 

陳怡君 陳鈺勝 楊淑華 詹美娟 詹瓊霞 劉幸茹 劉怡雯 劉智惠 劉鈺娟  800 林桂  1000 王宥人 余淑育 呂政勇 李正富 邢又南 典佑公司 林華均 

林麗華  施明發 張華民 張慈婷 張震亞 陳美英 黃秀勤 楊美慧 歐陽進恆 賴曉雯 鍾文珠  1400 蔡麗娟  2000 尹繼善 白浚榮 余松原 徐世宗  

梁嘉芯 陳嘉雯  3000 王惠玫 陳再添 陳坤地  4000 魏芳婉  5000 汪德根 謝啓佑  100000  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心橋工作坊 100  陳欣華   

廖又禎  500 周志穎  指定新莊工作坊  100 沈杜丹  500 周志穎  1000 盧佩詩  紙本發票 105 年 1~2 月中奬金額 400 

指定樂欣家資中心  100  沈杜丹  200  黃芳娟  廖又禎  1000  張大民  無名氏  3000  劉春安  5000  廖品淳  王育瑜  10000  徐火城 

105 年 5 月份 

100 張慧卿 劉麗茹 白雅鈴 吳秀風 黃文清  200 翁芸芸 吳淑柳 許杏花 徐傳捷 張大民 陳美玲 徐振榮  300 吳宜謙 嚴崇恩 嚴翌恩 劉紘瑋  

邢又南 林冠伯 詹美桂 蕭美玲  360 葉俞佐  400 古沛紋  450 余蓓蓓  500 詹瓊霞 陳永峯 陳怡君 洪麗秋 劉智慧 劉怡雯 林慧欣 陳蘇絹代  

陳泓霖 林慧欣 陳鈺勝 朱春妹  800 賴麗珍  1000 黃秀勤 林義福 李正富 賴曉雯 余淑育 鍾文珠 施明發 陳嘉雯 歐陽進恆 張慈婷 楊美慧  

呂政勇  2000 林淑惠 張耀仁 王惠玟  3600 洪霈珊  4000 魏芳婉  5000 汪德根  11000 劉林貴美  20000 余漢儀  指定新莊工作坊 500 周志穎 

指定心橋工作坊 500 周志穎 

指定樂欣家資中心  100 沈杜丹  1000 簡祥宇 郭玉娟  2500 謝詩華  5000 劉安茹  10000 吳美冠 朱埔珠 

統一發票  板橋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 板橋美雅斯麵包店 板橋小黃瓜素食店 華僑中學 台亞-林口忠孝站 楊思亮精神科診所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板橋蓁和堂中醫診所 陳欣華 黃莉玲 無名氏 陳逸芳 沈牡丹 劉鈺娟 劉智慧 板橋吉田鐵板燒 古金英 陳逸芳 

溫心小舖捐物芳名錄 

無名氏*26人次 李素明 陳先生 宋素玲 連小姐 吳宣中 王珊 黃金水 陳生原 宋太太 方翠君 劉正明 呂小姐 黃雅珊 張麗娟 吳明月 杜美月 侯淑敏 

李美芸 沈麗秋 謝春蘭 吳昀軒 宋姿玲 劉林貴美 劉玲卉 蕭家俊 新莊南區扶輪社 許月霞 林聖璋 鐘雅玲 李小姐 呂小姐 許淑貞 蔣瀚霆 郭小姐 

林先生 張先生 蕭博仁 陳先生 天仁木業 邱玉玲 宋小姐 連淑燕 沛晴 陳小姐 江月嬌 林綵羚 黃莉玲 浮洲浸信會 賁宇樓 張佑霖 蘇秀玲 李玉芬  

沈麗秋 曾惠珍 會理化工 新莊社大 郭煥章 葉煙喜 李坤亮 李秋玫 江欣芝 林芳美 陳旭蘭 蘇小姐 傅秋美 陳淑燕 王叡畇 傅瑞梅 陳立雯 李惠珠 

王小娟 魏玉梅 陸義生 連佳瑀 

編按：1.以上徵信如果有誤，請洽協會要求更正； 2.由於版面不足，相關財務報表請上本會官網查詢，感謝您。 

FB金句～別小看自己的能力，唯有勇敢的接受命運的挑戰，才能迎接幸福的未來！ By Shu Fen 


